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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雨霞

英山毕昇文化研究二十年概述

摘 要 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已 20余年, 对之发现及其研究、论证、保护、开发和利用

等进行阐述, 并毕昇文化所彰显的特色进行探讨。

关键词 英山 毕昇 印刷技术 论证

我国古代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

四大发明, 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也是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然而, 1000多年以来, 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 其

生卒年月、家世、籍贯、经历等文献记载都不明

详。只有宋代科学家沈括 梦溪笔谈 一书中,

有 庆历中, 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 其法用胶泥

刻字, 薄如钱唇, 每字为一印, 火烧令坚

的记载。1990年英山发现毕昇墓碑, 为揭开毕昇

身世提供了实证, 基于毕昇文化的研究, 20年来

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毕昇墓碑的发现

1 1 发现墓碑

事有凑巧, 物有偶然。1990 年深秋的一天,

英山县草盘地镇通讯干事黄尚文检查抗旱路过五

桂墩村, 在九组睡狮山东边的田缺洗脚时, 无意

中见到一块圆头石碑横在田缺边, 石碑所刻 神

主 二字隐约可见, 细看还刻有 毕昇 二字,

颇为惊奇。黄尚文曾参加过地名普查和文物普查

工作, 有着较强的文物意识, 可谓有识之士。洗

去石头上污泥, 认定是墓碑无疑, 潜意识告诉他

可能有重大考古发现, 随即将此事向英山县有关

部门作了汇报。墓碑的发现引起了英山县政府的

高度重视, 派员对墓碑及周边进行了勘察、查证、

保护。经考证, 墓碑为毕昇墓碑, 随后, 在墓碑

不远处的睡狮山找到了毕昇墓地, 以及毕昇子孙

墓地和多处毕姓家族墓地。这些发现为毕昇研究

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也奠定了毕昇研究的基础。

毕昇墓地、毕昇子孙墓地及毕姓家族墓地的发现,

在当时, 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这一关注至今已走过 20年历程。

1 2 毕昇墓碑及其子孙墓

( 1) 毕昇墓碑。毕昇墓碑为变质岩麻灰石凿

成, 呈竖梯形园头式, 带基座, 碑高 113 厘米,

宽 65~ 70厘米, 厚 9~ 16厘米。周边刻连枝云纹

饰, 上部刻饰宝珠顶华盖, 下部雕火焰纹饰, 中

间阳刻 故先考毕昇神主 故先妣李氏妙音墓 两

行大字, 华盖两旁分别镌刻日月一轮, 刻有 日

月 字样, 右刻孝子: 毕嘉、毕文、毕成、毕

荣, 孙男: 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 右刻 皇

佑四年二月初七日 。

( 2) 毕昇子孙墓。继发现毕昇墓碑后, 在草

盘地镇王家湾又发现了毕昇的孙子毕文忠和毕文

显之墓。毕文忠墓碑形制, 与毕昇墓碑基本相同。

碑高 121厘米, 宽 74~ 80厘米, 厚 11~ 19厘米,

与基座连成一体。碑文均为阴刻, 有 故口口毕

公文忠神主墓 等字样。之后, 先后发现其他毕

姓墓葬和多处毕氏府第的遗址。英山县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 又新发现了许多宋代墓, 其墓葬形

制与毕昇墓相同。从这些发现的实物来看, 不难

证实, 毕昇墓、子孙墓及毕氏家族故里在英山。

2 毕昇墓碑及相关考证

2 1 墓碑背景、人名及年代考证

就墓碑的背景、人名及年代问题, 1993~

1995年在英山召开过三次高规格的研讨会, 英山

县委、政府成立了 英山县毕昇研究领导小组 ,

可见当地政府对墓碑考证是极为重视的。1995年

第三次 毕昇墓碑研讨会 , 来自全国考古界、印

刷出版界的最高权威专家、学者 30 余人聚集英

山, 主要从三方面对墓碑背景、人命及年代的真

实性进行了论证: 一是英山的历史背景问题。从

地理环境上讲, 北宋时期英山县属淮南路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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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蕲州蕲水县, 正处于益州和杭州这两个文化、

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间地带, 文化、经济发达和地

理环境优越, 为毕昇发明印刷术提供了可能。从

人文环境上讲, 英山县博物馆所藏文物大部分为

宋代之物, 毕昇墓地和附近古墓葬 (包括毕昇家

族墓) 所挖掘出的文物都是宋代的, 在年代上两

者是吻合的。宋代的英山是一个文化繁荣、经济

发达的兴旺之地, 具备发明印刷术的文化和经济

条件。二是关于毕昇是否为同名同姓的问题。与

会专家学者查阅了所存的历史记载, 未发现同时

期与之姓名完全相同之人, 因此说不存在同名不

同人的问题。三是毕昇墓碑的年代问题。与会专

家在三次研讨会中, 对毕昇及其子孙墓进行实地

实物考察, 从墓碑形制、纹饰、结构、方位作出

了精辟的、让人信服的论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副主任史树青对于毕昇及其子孙墓的考证还有

感而发, 当即以诗代论: 名姓昭昭见梦溪, 千里

寻迹至今谜, 英山考古有新获, 识得淮南老布衣

诗论共四首, 对英山揭开千古之谜给予充

分肯定。毕昇墓碑获得国家级认定, 权威专家的

定论, 在全国也尚属首次。

2 2 以毕昇诗作为证

毕昇一介布衣, 有着较高的诗书文化素养,

这一点鲜为人知。 湖北文化 2010年第 6 期发

表周勤先生 首次发现毕昇诗作 一文, 为毕昇

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增添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周勤先生系蕲春县退休工程师, 文学造诣很深,

出版诗集 13部, 特别爱好收藏古书籍和古文物。

2005年周老到英山毗邻的浠水县乡, 意外收到 5

部古籍线装书, 如获至宝, 一藏 5年不露面。其

中有部古籍书名为 四书类考 (全套, 23卷) ,

著者陈诗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和考据学家) , 清嘉

庆九年出版。令周老惊奇的是, 书中夹有古代诗

书墨宝, 毛笔书写, 抄录如下: 仆本蕲溪杪, 里

多梨枣樟。雕虫容世伎, 舟锓每钱塘。因惴木源

短, 忽思火泥长。板陶形易砥, 校字讹难匡。遂

辟单方活, 然行捷渐良。贯之朱紫的, 汉学永鸿

昌。 细品内容, 正是毕昇自述身世与实践经历。

夹在陈诗辑著中的诗文, 钤陈诗印章, 虽年代久

远, 已泛黄破损, 但基本还能辨认。经考证, 是

陈诗转抄毕昇的诗文。陈诗一生爱好古玩, 崇尚

名人, 著述甚丰, 由他转抄毕昇诗文不足为奇。

是诗译成新诗: 我本居住在蕲水源头之上, 故乡

有许多梨枣树与香樟。世代虽已雕刻为生如雕虫

小技吧, 却经常放舟送雕版下钱塘 (今杭州)。因

担心木源一天天减少短缺, 忽然想用泥板刻字像

烧陶一样久长。可烧出的版块不平易变样, 而且

对错讹字很难纠正校匡。于是另辟蹊径单字刻方

见灵活, 果然操作快捷日见优良。只要持之以恒

注意优劣求完好, 汉文学著将永久光大发扬。

2 3 以毕昇铜像为证

北京中华世纪坛伫立毕昇铜像, 标志着毕昇

故里之争尘埃落定。2006 年 5 月, 经中宣部同

意, 北京市委批准, 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中

华世纪坛管理中心组成的 中华文化名人雕塑工

程组委会 致函英山县委、县政府, 告之毕昇被

选入中华 40位文化名人, 永久伫立中华世纪坛。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英山人民的骄傲, 它

对于宣传英山丰厚的人文文化, 促进英山的文化

大繁荣经济大繁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

对于毕昇的墓碑真伪、地域、年代等诸多之争,

在此时可以化上一个句号。毕昇铜像由英山籍企

业家北京美利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克飞先生

所捐赠, 2008年底, 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伫立毕昇

铜像庆典仪式。毕昇铜像底坐标注: 毕昇, 古代

活字印刷术发明家, 今湖北英山人。 这一盖定,

是毕昇研究质上的一次跨越。

3 印刷术发明及其影响

我国自产生文字以来, 文字载体经历了人工

书写、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和现代信息技术

处理文字等阶段, 每次新技术的应用都标志着一

次印刷技术的革命, 其中活字印刷术的发现和应

用, 其作用和影响更加深远。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起来, 各地刻书盛行。北

宋初年, 成都印 大藏经 , 刻板十三万块, 北宋

政府中央教育机构 国子监, 印经史方面书籍,

刻板达十多万块, 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宋

代雕板印刷的书籍, 多为木板刻字, 也有铜板雕

刻, 但不多。现所知的七百多种宋代雕板书籍多

为木板刻字, 以整齐、朴素, 美观、大方, 受到

版本研究和古籍爱好者的亲昧。

雕版印刷技术发明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把印

刷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印制一本书, 雕一

次板便可反复使用, 较手工抄写不知快多少倍。

也存有局限, 即印制一种书就得雕一次板,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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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字数多, 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完成, 若书不再

重印, 雕板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 较雕版印刷技术又前

进了一大步, 是印刷技术在质上的一次飞跃。宋

仁宗庆历年间 (十一世纪中叶) , 长期从事雕版印

书的工匠毕昇, 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基础上, 发明

活字印刷术。他以胶泥为原料制成活字, 即用胶

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字模, 字模上方刻上

单字, 用火烧硬, 形成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时,

在铁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蜡, 四周围着铁框, 框内

排上活字, 字满框为一版, 再用火烤铁板底部,

使松香和蜡熔化, 之后用平板把字压平, 形成一

块可印书的活字版。同雕版一样, 印书时也要在

字上涂墨。为了提高印刷效率, 在实际操作中备

有两块铁板, 一块板印刷, 另一块板排字, 两块

板互相交替着用, 大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毕昇

把每个单字都备上好几个, 常用字达二十多个,

碰到没有准备的生字难字就临时制作, 非常方便。

活字版用过后, 置火上烧热, 使松香和蜡溶化拆

下活字, 能重复使用, 这些优点是雕版印刷技术

所不具备的。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以后, 传入到亚洲的

很多国家。先传入到朝鲜半岛, 使朝鲜用泥活字

印书早于许多国家。到了十三世纪, 受其影响朝

鲜发明了用铜活字印书, 以铜活字印书比我国还

早。十五世纪, 雕版印刷技术传入越南, 越南开

始用雕版印刷技术印书。十六世纪末年, 日本侵

入朝鲜, 把朝鲜的铜活字和木活字抢去不少, 于

是, 日本人也学会了活字印刷技术。元朝时, 到

中国来的欧洲人很多, 他们看到元朝政府印的纸

币可以代替金银使用, 觉得非常新奇, 这一点在

他们游记中记载得很详细。来中国的欧洲人很多,

大多住在杭州等地, 一住就是好多年。其时的杭

州书坊非常多, 刻印工人的技巧也非常熟练, 受

其影响, 自然而然地就把活字印刷技术带回了欧

洲。但这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晚了 400年。

4 基于弘扬毕昇文化的探索

为弘扬毕昇文化, 打造毕昇文化的社会效应,

英山对于毕昇文化的宣传、发掘、研究、利用和

创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从而推进了当地政

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之探索主要表现以

下几方面。

4 1 研究、发掘及宣传

20年来, 随着毕昇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

研究、发掘和宣传已取得丰硕成果, 主要表现在:

一是加强学术研究。为促进毕昇文化发掘和研究

的有序进行, 成立了 毕昇文化研究会 。为配合

专家、学者研究的论证, 1993~ 1995年召开了三

次 毕昇研讨会 , 撰写毕昇学术论文及学术报告

1000多篇, 结集出版 毕昇研究文集 6期、编

制 英山文史 八辑、出版 毕昇文化研究 一

部, 为毕昇研究、弘扬毕昇文化、保护修缮毕昇

及子孙墓地、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提供

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和依据。二是加大宣传力度。

为扩大毕昇文化的社会影响, 与各大新闻媒体合

作加大对其宣传力度, 据统计, 相关报道达 600

多篇; 拍摄毕昇专题宣传片多部; 于 2007年 8月

在互联网注册 毕昇故里 中文域名。另外, 2010

年 10月, 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 在英山召开

毕昇文化与印刷出版暨书画笔会 , 使毕昇故里

在国内外得到推介和宣传。三是将毕昇形象搬上

舞台。创作大型黄梅戏 布衣毕昇 , 其作品

参加湖北省第七届黄梅戏艺术节竞赛, 首次将毕

昇的人物形象搬上舞台, 该剧荣获 9项大奖。

4 2 建设毕昇文化物质载体

为弘扬毕昇文化, 在北京或英山建设了一批

毕昇文化标志性工程。1996 年毕昇墓碑仿制品陈

列在中国印刷博物馆, 毕昇铜像分别伫立在北京

中华世纪坛和英山文化活动中心, 在英山建成毕

昇纪念馆、毕昇中学和毕昇广场, 于 2009年 6月

省政府在英山召开大别山旅游现场会上, 确定在

英山兴建 毕昇活字印刷博物馆 。之后, 于

2010年 3月的全国 两会 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唐瑾和湖北 12名政协委员联名或分别提交 英山

建设毕昇活字印刷博物馆的建议 议案, 将此事

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议案被互联网和 10多家新闻

媒体给予报道。再之后, 于 2010年 7月, 英山编

制完成 毕昇活字印刷博物馆可行性研究报告 ,

并向省政府有关部门立项申报。毕昇活字印刷博

物馆建成后, 将成为英山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

和展示毕昇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4 3 开发毕昇人文资源

为实现英山的经济大繁荣文化大繁荣, 英山

县政府大力开发英山人文资源, 并将开发毕昇文

化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2010 年 12月英山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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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决定, 计划投资 100万元, 在毕昇墓地附近征

用林地 50亩, 新建毕昇陵园, 打造英山新的旅游

亮点, 将名人效应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以改善英

山旅游人文环境。具体的目标是: 一是打造 毕

昇森林公园 、 毕昇纪念馆 、 毕昇湖 等一批

人文景观; 二是成立毕昇旅行社、毕昇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等旅游机构; 三是打造 毕昇故里 、毕

昇大峡谷漂流等旅游品牌; 四是开发 毕府粉

丝 、 毕昇饼 等传统饮食文化品牌, 并打造毕

昇广告公司等一批与旅游相关企业, 为英山旅游

业发展造势。

5 对于毕昇文化创新发展的思考

总括 20年来毕昇文化的研究、挖掘及利用,

只能说是做了一些基础性工程, 毕昇文化的发展

之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大

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区 战略、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 大别山旅游经济带 战略, 对于

英山而言, 既是机遇也挑战。机遇是指有省市政

府对于发展的共识和实施战略作指引, 有自身资

源优势可利用。挑战是指毕昇文化创新发展还没

有形成整体合力, 还有待于继续给力和序化, 更

重要的是还需要在创新发展理念上的更新。

( 1) 强化创新意识。毕昇文化的创新发展,

首先要强化创新意识, 它是起到主导作用的。在

发展规划上, 强调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不

能只做修修补补的建设, 这就要求决策者树立与

时俱进的理念; 在人才启用上, 充分利用本土人

才发展来毕昇文化, 人才不足应请进外来人才参

与毕昇文化建设; 在运作上, 树立让毕昇 活

起来的理念, 不能躺在 故里 、 鼻祖 这些固

有资源上来谋求发展, 这样不可能把毕昇文化做

大做强; 在理念上, 树立品牌意识, 要创新发展

更多的毕昇文化品牌, 带动英山经济步入发展快车

道, 促进英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 2) 强调发展意识。这就要求充分利用现有

的人文优势、品牌优势将毕昇文化做大、做强、

做活, 以提升英山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和整体

形象。

充分利用毕昇是印刷术鼻祖优势, 这是英山

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此打造英山 印刷包装之

都 。将英山现有 100多家大小印刷、包装、复制

等产业逐步进行资源整合, 形成以 毕昇印刷出

版总厂 为重点的文化产业中心区, 从而形成鄂

东印刷、出版的龙头企业。

将毕昇文化与旅游事业相结合, 以毕昇文化

作为旅游开发的平台, 打造英山的旅游名片。这

就要求将分散的与毕昇文化相关连的品牌, 与旅

游事业发展相对接, 形成整体资源。如将毕昇故

里、毕昇纪念馆、毕昇森林公园、毕昇大峡谷漂

流、毕昇大道、毕昇中学、毕府粉丝、毕昇饼、

毕昇印刷厂等品牌总括在旅游名片之下, 让毕昇

鲜活 起来, 并使之为旅游业发展服务。

( 3) 打造发展平台。加强调发展意识, 离不

开资金的支持, 现有的英山经济实力难以作为毕

昇文化发展的支持力量, 必须加大招商引资的力

度。应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 吸引企业、外资参

与毕昇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不但要积极争取国家、

省、市的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持, 形成国家、集体、

个人、外资一起投入、共同建设的局面, 还要将

拟建的 毕昇活字印刷博物馆 作为对外宣传的

重要窗口, 将该项目申报立项成功。目前, 英山

的 毕昇人文开发 规划, 计划投资 5 2 亿元,

建设项目包括毕昇陵园建设、毕昇文化广场建设、

毕昇艺术团建设、毕昇人文景观建设、毕昇文化

产业开发、毕昇彩色印刷包装产业等。这些项目

的实施, 能够为毕昇故里快速融入武汉城市经济

圈, 步入中部崛起战略行列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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